
 
  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科技交流委员会于 2003 年起，每年持续办理「台日科技高峰论坛」，选定台日共同关心之主

题，邀请台日产官学研高阶人士与会，以凝聚共识，建构前瞻性的科技发展构想，并达到提升台日科技交流层级以

及扩散实质交流效果之目的，迄今已成为台日科技高层交流、互动的常规性平台。  

  近年来随着物联网（IoT）、大数据分析（Big data analysis）、人工智能（AI），以及第五代行动通讯技术（5G）

等智慧科技的成熟发展，产业现场上许多数据、数据以及知识的数字化发展，乃成为必然趋势。政府于 2016 年底

公布的「数字国家‧创新经济发展方案」，即强调「数字创新」发展的重要性，期待活络大数据数据交易市场，发

展数据经济加值服务，并且透过软硬整合之数字创新生态体系，加强跨业合作，协助各产业开发数字创新应用与强

化企业数字经营能力，促成产业加速转型升级。再者，我国产业界也在政府智慧机械推动方案等政策带动之下，积

极推动「迈向智能制造发展」之策略活动。近年，日本产业界开始形成许多以智能机械制造业者为核心，设备使用

者、供应链厂商以及资通讯服务业者为辅的产业联盟，这些联盟初期以实时预测智能机械装置故障、防范临时停机

问题为主要任务，现阶段逐步转向以数字创新服务与建置产业联网标准来协助「解决智能制造发展问题」。这些促

进数字创新与智能制造发展的科技动向与策略推动经验，值得台湾参考。  

  为凝聚台日智能制造科技应用合作之共识与策略方向，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科技交流委员会在经济部技术处指导

下，邀请台日双方专家学者齐聚一堂，针对「数字创新与智能制造」议题进行分享与讨论，以凝聚共识，并带动台

日在智能制造领域与产业化应用的共创发展。论坛会采中日文同步口译，全程免费，敬邀各界先进共襄盛举、踊跃

报名参加！  

 主办单位：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科技交流委员会   指导单位：经济部技术处 

 协办单位：财团法人精密机械研究发展中心     执行单位：财团法人中华经济研究院 

 举办时间：2019 年 9 月 24 日（周二），09:00-17:10，08:30 开始报到 

2019 年 9 月 25 日（周三），09:00-12:20，08:30 开始报到 

 举办地点：台中金典酒店 13 楼 宴会厅（台中市西区健行路 1049 号）[地图] 

 邀请对象：相关领域之产官学研高阶人士（优先报名）  ※主办单位保有出席资格审核权 

 大会语言：中文、日文（全场采中日文同步口译，请凭「个人证件」借用耳机） 

 报名截止：即日起报名，由于席次有限（预定 200 人），为维护活动质量，主办单位保留接受报名与否之权利，敬

请尽早报名，为免向隅。 

 报名方式：为遵守「个人资料保护法」之规定，本活动所搜集的报名者，联系信息（姓名、职称、电话、传真、

e-mail 及地址等）仅作活动通知、管理以及服务分析用途，不另作他用。 

1. <在线报名>  活动网址：http://www.tnst.org.tw  

2. <传真>至 02-2735-2206   3. <e-mail>至 tnstinfo@cier.edu.tw 

 洽询电话：02-2735-6006#5263 林小姐、程小姐  #5261 谢小姐  中华经济研究院日本中心 

 注意事项：1. 本活动报名截止日为 9 月 18 日(三)。主办单位将视报名状况提前或延后在线报名时间。 

  2. 本活动采预先在线报名并完成登录手续，请勿伪造他人身份数据进行报名以免触犯法律， 

主办单位保留报名资格之最后审核权利。 

  3. 通过审核者，大会将于 9 月 20 日(五)前，以 e-mail 寄发「报到凭证」含有报到编号至您的电子信箱，

以示您的出席资格。若您未收到任何通知信件，请来电询问或上活动网址查询出席名单。 

  4. 本次活动若适逢天灾(地震等)不可抗拒之因素，将延期举办时间另行通知。若因不可预测之突发因

素，主办单位得保留活动议程及讲师之变更权利。 

报 名 表  ※免费参加※ 

服务单位 /

部门  
 性  别  □男  □女  

姓名(中文)  职  称   

联络电话  

(必填) 

电话   分机   
传  真   

手机   

电子邮件  

(必填) 

 

请填写正确且有效信箱，以便寄发「报到凭证」， hotmail、yahoo 信箱可能会归到「垃圾匣」，请再检查信匣。 

参加场次 □全程  □仅 9/24(二) □仅 9/25(三)上午  
9/24

午餐  
□荤食  □素食  □不用餐  □9/25 不供餐  

行业别 □产业界 □政府机构 □学术界 □研究机构 □其他 

 注：请以「中文」详实填写各字段，如无法联络或 email 有误遭退信，恕不予受理报名，敬请注意及配合。

活动 QR Code 

http://www.splendor-taichung.com.tw/about04.php
http://www.tnst.org.tw/
file:///D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PC431B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PC431B/Local%20Settings/Temporary%20Internet%20Files/OLK2CCF/tnstinfo@cier.edu.tw


2019 台日科技高峰论坛 

－数字创新与智能制造－ 

《议程表》(暂定) 
第一天：9/24（周二） 

时 间 Time 主  题 Subject 演 讲 者 Speaker 

08:30-09:00 报   到  Registration（宴会厅 13F） 

09:00-09:05 
《主办单位致词》  

何美玥（Ho, Mei-Yueh） 主任委员 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科技交流委员会 

09:05-09:15 
《贵宾致词》  

星野光明（Hoshino, Mitsuaki） 首席副代表 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 

09:15-09:20 《纪念合影》  

09:20-10:10 
【专题演讲一】  

主持人：经济部技术处长官 

09:20-10:00 
NEDO 的 AI 技术开发概要以及 

利用 AI・機器人的製造 

间濑智志（Mase, Satoshi） 主查 

国立研究开发法人新能源．产业技术总合开发机构 

机器人．AI 部 

10:00-10:10 Q&A 

10:10-10:30 交流时间 Coffee Break 

10:30-12:00 

【议题一】数据共享平台与互补共创  

主持人：赖永祥（Lai, Yung-Hsiang） 总经理／主任  

财团法人精密机械研究发展中心／智慧机械推动办公室 

10:30-11:10 
Edgecross 协会的活动：有助于实现 Society 

5.0 和 Connected Industries 

徳永雅树（Tokunaga, Masaki） 事务局长 

一般社团法人 Edgecross 协会 

11:10-11:50 智能制造联网数据加值驱动产业升级创新 
周大鑫（Chou, Ta-Hsin） 副所长 

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机械与机电系统研究所 

11:50-12:00 Q&A 

12:00-13:20 午  餐 Lunch 

13:20-14:10 
【专题演讲二】  

主持人：徐硕鸿（Hsu, Shuo-Hung） 司长  科技部工程技术研究发展司 

13:20-14:00 未来量子退火呈现的信息科学 
大关真之（Ozeki, Masayuki） 准教授/代表取缔役 

东北大学、东京工业大学/株式会社 Sigma-i 

14:00-14:10 Q&A 

14:10-14:30 交流时间 Coffee Break 

14:30-17:10 
【议题二】产业联网标准与数字创新  

主持人：张仁杰（Jonney Chang） 副总经理  研华股份有限公司工业物联网事业群 

14:30-15:10 可实现工厂 IoT 化的 ORiN 概要及活用案例 
米山宗俊（Yoneyama, Munetoshi） 委员长 

ORiN 协议会广报委员会（株式会社 DENSO WAVE） 

15:10-16:00 汉翔新智造与创新应用推动介绍 
方一定（Avery Fang） 处长 

汉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处 

16:00-16:50 制造 智造 
彭志诚（Peter Peng） 处长 

台达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机器人事业处 

16:50-17:10 Q&A 



第二天：9/25（周三） 

时间 Time 主  题 Subject 演 讲 者 Speaker 

08:30-09:00 报   到  Registration（宴会厅 13F） 

09:00-10:35 

【议题三】数字创新应用拓展新市场  

主持人：刘仁杰（Liu, Ren-Jye） 教授/主持人 

东海大学工业工程与经营信息学系／科技部精实系统知识应用联盟 

09:05-09:45 大金工业的数位变革与创新 
米田裕二（Yoneda, Yuji） 执行役员／中心长 

大金工业株式会社／科技创新中心 

09:45-10:25 
为改善营造建设流程的 IoT 开放平台

LANDLOG 的策略行动 

关川佑市（Sekikawa, Yuuichi） 副社长 

株式会社 LANDLOG 

10:25-10:35 Q&A 

10:35-10:50 交流时间 Coffee Break 

10:50-12:20 

【议题四】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新动向  

主持人：罗仁权（Luo, Ren C.） 何宜慈讲座教授暨终身特聘教授/主任 

国立台湾大学电机工程学系/智能机器人及自动化国际研究中心 

10:50-11:30 日本工厂智慧化的实际情况与成功案例 
贵田义和（Kida, Yoshikazu） 代表取缔役社长 

株式会社 FA Products 

11:30-12:10 智能制造新蓝海 
蔡尤铿（Tsai, You-Kung） 总经理 

新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2:10-12:20 Q&A 

注：主办单位保留变更议程及讲师之权利。 

 

 


